
在深入学习陕西银监局2014年监管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

今年我公司确定了“控风险、抓基础、促创新、抢转型、稳增长”

的十五字工作方针，我们将风险防控作为2014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并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大力推动创新业务发展来

加速公司业务的转型。今年以来，我公司围绕提升风控能力、

主动管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希望通

过实施这些改革夯实公司的发展基础、增强公司经营的持续性

和稳定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风控能力的提升。今年以来，公司

根据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各业务领域变化，及时调整业务准

入标准，进一步细化并严格对业务尽职调查的要求，加强对业

务质量的把控。由于地产、平台领域的集合项目风险上升，公

司风控部门积极发挥对业务的导向作用，严控新增项目的风险，

鼓励业务部门加强与保险、租赁、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同业机

构的合作，通过提升客户及项目的层次来降低整体风险，减轻

刚性兑付压力。为此，公司专门成立战略客户部，负责与金融

同业建立总对总的合作关系，致力于扩大机构间的业务合作。

公司今年将加大力度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风

险控制部、合规法务部、尽职调查部以及资产管理部为依托，

加强对项目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风险评估判断、风险监测及

风险处置工作。针对经济下行导致信托到期兑付风险上升的问题，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项目的期间管理，强调要加强风险防范和

风险预警，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化解。

在项目风险管理方面，今年公司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成

立信托业务运营组，负责对公司所有存续信托项目进行统一期

间管理。以往公司的业务部门要负责从项目开发到产品设计及

生产、期间管理以及项目兑付的全流程管理，实际上是“小而全”。

这样的运作模式存在明显弊端，主要体现为业务部门在业务考

核压力下“重营销、轻管理”，由此导致项目期间管理不到位，

信托公司没有真正尽到“受人之托”的职责。推动信托业务运

营组改革之根本目的，在于将项目营销与项目管理职能进行分

离。通过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对公司所有项目信息进行分类整理、

定期跟踪项目进展、评估融资方的经营情况变动、结合业务部

门的一手信息出具管理报告并负责项目的收息、兑付管理。对

于部分业务能力较弱或是新设立的业务部门，甚至可以只赋予

其营销项目的职能，其他工作则可以交给其他更专业的部门来做，

以此逐步建立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 推进这样一项工作

需要对公司的业务流程、组织构架、管理体系、绩效考核体系

进行相应调整，涉及面较广，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考虑到这项

改革将有利于公司建立更强的专业能力并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坚定决心推动实施。 

二是优化传统业务模式，适应市场需求。公司

将积极贯彻监管工作会议的精神，严控地产、平台类项目的风险，

并优化这两大类业务的结构和模式。公司目前已经在推动从传

统的类贷款业务模式向类基金、主动投资管理的业务模式的转型。

在地产领域，我们已在尝试做真正的股权投资类项目；在平台

业务领域，我们与四川发展基金合作，推出了具有主动管理性

质的基础产业基金型信托产品。同时贯彻监管工作会议要求“信

托公司多支持实体经济，多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多做自主管理

业务”的精神，公司今年也将加大力度拓展如医疗、环保、民

生等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新的业务领域。此外，公司将顺

应利率市场化等宏观金融环境变化及行业转型趋势，积极开发

符合市场需求的主动管理型的现金管理类、债券投资类、股权

投资类信托产品，提升自主投资管理能力，进一步丰富公司的

产品线，优化业务结构。  

三是高度重视创新业务发展。创新是一个公司保

持持续竞争力和活力的重要源泉。对于信托公司而言，积极推

动业务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及业务领域创新是实现转型发展的

必要条件。今年公司将加大对创新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这包

括组建专业的资产证券化团队、积极争取获得资产证券化的资

格审批，加快推进QDII业务资格的申请及开拓国际业务，组建

投行部门及股权投资部门开展基金化以及股权投资的运作、探

索发展家族信托及土地信托业务等新业务。考虑到大资管行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全公司的创新能力建设。

为此，公司今年专门成立了由五位高管组成的创新委员会，每月

召开一次例会对公司各业务部门及中后台部门提出的创新需求、

创新建议进行讨论；同时，还深入学习同业创新案例，并及时

总结公司内部的创新项目成果，进行积极推广。在创新委员会

的推动下，公司各部门的创新意识不仅明显增强，创新的积极

性也得到有效调动。创新委员会今年已经决定要推动的创新项目，

包括建立信托收益权转让信息平台、开展集合信托产品存量发

行试点等。此外公司还计划与其他机构合作，尝试进入互联网

金融领域。

四是改革调整财富中心的管理构架，为财富中

心未来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财富管理业务是公司

未来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为此今年公司将加快直销渠道建设，

大力扩充理财师队伍，提升公司自有高净值客户的积累能量。

为了适应财富中心网点及人员队伍壮大带来的管理难度上升的

要求，今年财富中心对总部综合管理职能部门的组织构架进行

了大的调整。经本次优化调整，长安财富中心的管理后台细分

为综合部、电商营销部、客户关系部、发行管理部及运营管理

部5个职能部门，专业化、流程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这一

调整有利于长安财富中心完善管理模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有

助于推动公司发行业务平台不断扩展，进一步完善“长安财富”

品牌建设和客户关系、会员管理，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五是继续补充资本实力，夯实发展基础。根据

国务院107号文及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公司将严格遵守运用净

资本管理约束信贷类业务发展规模。一方面，公司在业务发展

上更加注重拓展资本占用少、风险低的业务；同时，公司也将

继续推动增资工作，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和风险抵补能力。 公

司将积极探索新三板挂牌、优先股发行等新的资本补充机制，

多渠道拓展公司的资本来源。

以上为我公司2014年在几个主要领域的经营改革措施，欢

迎各位领导和同仁批评指正！

总裁助理黄立军发起，发展研究部撰稿

公司 2014 年深化改革工作思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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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简讯

鸿儒论道
我司赞助的2014 年第8 期《鸿儒论道》于4月28日在上海举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做了《三中全会后的要素市场改

革》的演讲。

长安心 百年业
4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司客户采撷当地树叶，组成“长安心 

百年业”字样，送上诚挚祝福（详见第4 版诗歌《长安心 百年业》）。

                                           电商营销部   赵越

私人银行五部组织客户游湖北五龙河
 2014 年 4月12—13日，长安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五部组

织客户赴湖北五龙河春季踏青活动。

位于湖北郧西的五龙河景区是我国AAAA级景区，五龙河发

源于秦岭南麓鄂陕交界的天池岭，素有“中国小九寨”和“纯

天然氧吧”的美称。漫步于此，探山谷之幽深、闻鸟鸣声阵阵、

赏群山之秀美、观溪水之潺潺。秀美的自然景观、特色的当地

美食，让每位客户都流连忘返，好评不断。

私人银行五部  姜梦

宝鸡凤县行
2014年4月19—4月20日，私人银行一部组织90余名高

端客户赴素有中国最美县城之称的宝鸡凤县旅行。

雨后的天开始放晴，我们在舒适宜人的春风中欣赏美丽的

秦岭之南风情。从宝鸡到凤县，翻越秦岭，百里花卷长廊，风

景唯美。古凤州消灾寺、月亮湾公园，亚洲第一高的喷泉等均

让客户流连忘返。

紫柏山景区更是让客户啧啧称奇，紫柏山境内集峰、崖、峡、

岭、洞、坦、泉、溪、动植物珍奇于一身，形成了峰崖峡岭竟秀、

坦洞泉溪交织、动植物荟萃的独特景观。

在组织活动的同时，我们向客户推介公司的新项目，并对

客户的疑问一一解答。此次活动得到客户的认可，增加了客户

与公司的沟通交流。

私人银行一部 茹海燕

金融知识进界龙
2014年4月29日，长安财富上海中心组织发起“金融知识

进界龙”系列讲座首场活动。在上海界龙村村民活动室，长安财

富综合部陈海霖和长安财富上海中心姜奕给当地村民做了通俗形

象的信托理财精彩讲解。

村民们认真听讲，对信托理财兴趣浓厚，互动环节表现活跃，

希望能开展更多的金融知识讲座。

长安财富上海中心

私人银行四部组织客户汉中游
2014年4月12—13日，私人银行四部组织95名客户参加 

“寻春汉中两日游”活动。 

活动结束后客户纷纷写下寄语，以表示对公司诚挚的祝福

和衷心的感谢。  

私人银行四部 邢蕾

客户活动
编者按

在公司日前开展的客户答谢系列活动当中，踏青旅游较多。与一直

支持公司的客户同车出游，欣赏周遭春日美景，交流探讨信托理财，正是

春天的赏心乐事。春在江南，人住江南。期待来年实现春天携手同游的

约定！

领略郧西风情  体味长安之心
2014年 4月19--20日，长安财富中心电商营销部组织

2014年首次本地客户出省两日游活动。

本次活动以“领略郧西风情、体味长安之心”为主题，在

春夏交替之际带领客户来到景色优美的五龙河风景区，度过了

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

电商营销部 张炜珂

春日偶书
春雨霏霏，乍起乍歇。 小轩春暖，插花贮瓶。

春暮夏初，幽人雅聚。 超尘脱俗，迥具天眼。

红泥小炉，揽炭煮泉。 竹根之水，烹煮佳茗。

醉眠席地，放歌咏怀。 幽欢流畅，此乐何极。

花片历乱满衣，残香隐隐扑鼻。梦与花神携手，思逐彩云飞动。

上海  关易

VERSE诗语

长安心  百年业
上海的白玉兰，萦绕香凝； 鸡西的榆树叶，坚毅阳刚。

中山的柿树叶，心怀广阔； 大连的龙柏枝，繁盛健康。

广州的红棉叶，着眼当下； 南昌的香樟叶，温暖阳光。

宜昌的橘树花，羞涩待放； 宁波的小叶樟，满载希望。

北京的国槐枝，沉淀浮华； 常州的广玉兰，荡漾芬芳。

树叶的命运，是终将归根的期许

这些青葱浓郁的枝叶，都和台北的榕树叶一般

怀着满心的期盼，落入长安，归根于此

仰仗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肩负八方诚挚的信任支持

与我们携手，共同谱写出一曲壮志的情怀——

百年叶茂属长安，长安心成百年业！

电商营销部   赵越

小三峡山水画廊  燕翔洞外无洞天
人人都知道奇峰陡立、峭壁对峙的长江三峡，对其沿线的

众多名胜如数家珍，但却鲜有人知道这汉江也有一段崔嵬蜿蜒、

秀丽无比的小三峡，穿过她便有那仪态万千、气势恢宏的燕翔洞。

2014年4月18日，私人银行二部组织90余位贵宾客户一同游

汉江，观燕翔。

汉江三峡，即凤凰峡、柳溪峡、香柏峡，位于汉江石泉段，

这里山谷狭长，两岸青山对峙，汉江则像一条绿色绸带在峡谷

中飘拂，素有“秦巴山水画廊”之美誉。

燕翔洞位于石泉县最南端的熨斗镇西边，风光秀丽，佳境天成。 

此行客户纷纷表示意犹未尽。         私人银行二部 樊晨







在深入学习陕西银监局2014年监管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

今年我公司确定了“控风险、抓基础、促创新、抢转型、稳增长”

的十五字工作方针，我们将风险防控作为2014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并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大力推动创新业务发展来

加速公司业务的转型。今年以来，我公司围绕提升风控能力、

主动管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希望通

过实施这些改革夯实公司的发展基础、增强公司经营的持续性

和稳定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风控能力的提升。今年以来，公司

根据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各业务领域变化，及时调整业务准

入标准，进一步细化并严格对业务尽职调查的要求，加强对业

务质量的把控。由于地产、平台领域的集合项目风险上升，公

司风控部门积极发挥对业务的导向作用，严控新增项目的风险，

鼓励业务部门加强与保险、租赁、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同业机

构的合作，通过提升客户及项目的层次来降低整体风险，减轻

刚性兑付压力。为此，公司专门成立战略客户部，负责与金融

同业建立总对总的合作关系，致力于扩大机构间的业务合作。

公司今年将加大力度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风

险控制部、合规法务部、尽职调查部以及资产管理部为依托，

加强对项目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风险评估判断、风险监测及

风险处置工作。针对经济下行导致信托到期兑付风险上升的问题，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项目的期间管理，强调要加强风险防范和

风险预警，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化解。

在项目风险管理方面，今年公司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成

立信托业务运营组，负责对公司所有存续信托项目进行统一期

间管理。以往公司的业务部门要负责从项目开发到产品设计及

生产、期间管理以及项目兑付的全流程管理，实际上是“小而全”。

这样的运作模式存在明显弊端，主要体现为业务部门在业务考

核压力下“重营销、轻管理”，由此导致项目期间管理不到位，

信托公司没有真正尽到“受人之托”的职责。推动信托业务运

营组改革之根本目的，在于将项目营销与项目管理职能进行分

离。通过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对公司所有项目信息进行分类整理、

定期跟踪项目进展、评估融资方的经营情况变动、结合业务部

门的一手信息出具管理报告并负责项目的收息、兑付管理。对

于部分业务能力较弱或是新设立的业务部门，甚至可以只赋予

其营销项目的职能，其他工作则可以交给其他更专业的部门来做，

以此逐步建立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 推进这样一项工作

需要对公司的业务流程、组织构架、管理体系、绩效考核体系

进行相应调整，涉及面较广，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考虑到这项

改革将有利于公司建立更强的专业能力并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坚定决心推动实施。 

二是优化传统业务模式，适应市场需求。公司

将积极贯彻监管工作会议的精神，严控地产、平台类项目的风险，

并优化这两大类业务的结构和模式。公司目前已经在推动从传

统的类贷款业务模式向类基金、主动投资管理的业务模式的转型。

在地产领域，我们已在尝试做真正的股权投资类项目；在平台

业务领域，我们与四川发展基金合作，推出了具有主动管理性

质的基础产业基金型信托产品。同时贯彻监管工作会议要求“信

托公司多支持实体经济，多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多做自主管理

业务”的精神，公司今年也将加大力度拓展如医疗、环保、民

生等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新的业务领域。此外，公司将顺

应利率市场化等宏观金融环境变化及行业转型趋势，积极开发

符合市场需求的主动管理型的现金管理类、债券投资类、股权

投资类信托产品，提升自主投资管理能力，进一步丰富公司的

产品线，优化业务结构。  

三是高度重视创新业务发展。创新是一个公司保

持持续竞争力和活力的重要源泉。对于信托公司而言，积极推

动业务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及业务领域创新是实现转型发展的

必要条件。今年公司将加大对创新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这包

括组建专业的资产证券化团队、积极争取获得资产证券化的资

格审批，加快推进QDII业务资格的申请及开拓国际业务，组建

投行部门及股权投资部门开展基金化以及股权投资的运作、探

索发展家族信托及土地信托业务等新业务。考虑到大资管行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全公司的创新能力建设。

为此，公司今年专门成立了由五位高管组成的创新委员会，每月

召开一次例会对公司各业务部门及中后台部门提出的创新需求、

创新建议进行讨论；同时，还深入学习同业创新案例，并及时

总结公司内部的创新项目成果，进行积极推广。在创新委员会

的推动下，公司各部门的创新意识不仅明显增强，创新的积极

性也得到有效调动。创新委员会今年已经决定要推动的创新项目，

包括建立信托收益权转让信息平台、开展集合信托产品存量发

行试点等。此外公司还计划与其他机构合作，尝试进入互联网

金融领域。

四是改革调整财富中心的管理构架，为财富中

心未来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财富管理业务是公司

未来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为此今年公司将加快直销渠道建设，

大力扩充理财师队伍，提升公司自有高净值客户的积累能量。

为了适应财富中心网点及人员队伍壮大带来的管理难度上升的

要求，今年财富中心对总部综合管理职能部门的组织构架进行

了大的调整。经本次优化调整，长安财富中心的管理后台细分

为综合部、电商营销部、客户关系部、发行管理部及运营管理

部5个职能部门，专业化、流程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这一

调整有利于长安财富中心完善管理模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有

助于推动公司发行业务平台不断扩展，进一步完善“长安财富”

品牌建设和客户关系、会员管理，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五是继续补充资本实力，夯实发展基础。根据

国务院107号文及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公司将严格遵守运用净

资本管理约束信贷类业务发展规模。一方面，公司在业务发展

上更加注重拓展资本占用少、风险低的业务；同时，公司也将

继续推动增资工作，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和风险抵补能力。 公

司将积极探索新三板挂牌、优先股发行等新的资本补充机制，

多渠道拓展公司的资本来源。

以上为我公司2014年在几个主要领域的经营改革措施，欢

迎各位领导和同仁批评指正！

总裁助理黄立军发起，发展研究部撰稿

公司 2014 年深化改革工作思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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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简讯

鸿儒论道
我司赞助的2014 年第8 期《鸿儒论道》于4月28日在上海举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做了《三中全会后的要素市场改

革》的演讲。

长安心 百年业
4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司客户采撷当地树叶，组成“长安心 

百年业”字样，送上诚挚祝福（详见第4 版诗歌《长安心 百年业》）。

                                           电商营销部   赵越

私人银行五部组织客户游湖北五龙河
 2014 年 4月12—13日，长安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五部组

织客户赴湖北五龙河春季踏青活动。

位于湖北郧西的五龙河景区是我国AAAA级景区，五龙河发

源于秦岭南麓鄂陕交界的天池岭，素有“中国小九寨”和“纯

天然氧吧”的美称。漫步于此，探山谷之幽深、闻鸟鸣声阵阵、

赏群山之秀美、观溪水之潺潺。秀美的自然景观、特色的当地

美食，让每位客户都流连忘返，好评不断。

私人银行五部  姜梦

宝鸡凤县行
2014年4月19—4月20日，私人银行一部组织90余名高

端客户赴素有中国最美县城之称的宝鸡凤县旅行。

雨后的天开始放晴，我们在舒适宜人的春风中欣赏美丽的

秦岭之南风情。从宝鸡到凤县，翻越秦岭，百里花卷长廊，风

景唯美。古凤州消灾寺、月亮湾公园，亚洲第一高的喷泉等均

让客户流连忘返。

紫柏山景区更是让客户啧啧称奇，紫柏山境内集峰、崖、峡、

岭、洞、坦、泉、溪、动植物珍奇于一身，形成了峰崖峡岭竟秀、

坦洞泉溪交织、动植物荟萃的独特景观。

在组织活动的同时，我们向客户推介公司的新项目，并对

客户的疑问一一解答。此次活动得到客户的认可，增加了客户

与公司的沟通交流。

私人银行一部 茹海燕

金融知识进界龙
2014年4月29日，长安财富上海中心组织发起“金融知识

进界龙”系列讲座首场活动。在上海界龙村村民活动室，长安财

富综合部陈海霖和长安财富上海中心姜奕给当地村民做了通俗形

象的信托理财精彩讲解。

村民们认真听讲，对信托理财兴趣浓厚，互动环节表现活跃，

希望能开展更多的金融知识讲座。

长安财富上海中心

私人银行四部组织客户汉中游
2014年4月12—13日，私人银行四部组织95名客户参加 

“寻春汉中两日游”活动。 

活动结束后客户纷纷写下寄语，以表示对公司诚挚的祝福

和衷心的感谢。  

私人银行四部 邢蕾

客户活动
编者按

在公司日前开展的客户答谢系列活动当中，踏青旅游较多。与一直

支持公司的客户同车出游，欣赏周遭春日美景，交流探讨信托理财，正是

春天的赏心乐事。春在江南，人住江南。期待来年实现春天携手同游的

约定！

领略郧西风情  体味长安之心
2014年 4月19--20日，长安财富中心电商营销部组织

2014年首次本地客户出省两日游活动。

本次活动以“领略郧西风情、体味长安之心”为主题，在

春夏交替之际带领客户来到景色优美的五龙河风景区，度过了

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

电商营销部 张炜珂

春日偶书
春雨霏霏，乍起乍歇。 小轩春暖，插花贮瓶。

春暮夏初，幽人雅聚。 超尘脱俗，迥具天眼。

红泥小炉，揽炭煮泉。 竹根之水，烹煮佳茗。

醉眠席地，放歌咏怀。 幽欢流畅，此乐何极。

花片历乱满衣，残香隐隐扑鼻。梦与花神携手，思逐彩云飞动。

上海  关易

VERSE诗语

长安心  百年业
上海的白玉兰，萦绕香凝； 鸡西的榆树叶，坚毅阳刚。

中山的柿树叶，心怀广阔； 大连的龙柏枝，繁盛健康。

广州的红棉叶，着眼当下； 南昌的香樟叶，温暖阳光。

宜昌的橘树花，羞涩待放； 宁波的小叶樟，满载希望。

北京的国槐枝，沉淀浮华； 常州的广玉兰，荡漾芬芳。

树叶的命运，是终将归根的期许

这些青葱浓郁的枝叶，都和台北的榕树叶一般

怀着满心的期盼，落入长安，归根于此

仰仗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肩负八方诚挚的信任支持

与我们携手，共同谱写出一曲壮志的情怀——

百年叶茂属长安，长安心成百年业！

电商营销部   赵越

小三峡山水画廊  燕翔洞外无洞天
人人都知道奇峰陡立、峭壁对峙的长江三峡，对其沿线的

众多名胜如数家珍，但却鲜有人知道这汉江也有一段崔嵬蜿蜒、

秀丽无比的小三峡，穿过她便有那仪态万千、气势恢宏的燕翔洞。

2014年4月18日，私人银行二部组织90余位贵宾客户一同游

汉江，观燕翔。

汉江三峡，即凤凰峡、柳溪峡、香柏峡，位于汉江石泉段，

这里山谷狭长，两岸青山对峙，汉江则像一条绿色绸带在峡谷

中飘拂，素有“秦巴山水画廊”之美誉。

燕翔洞位于石泉县最南端的熨斗镇西边，风光秀丽，佳境天成。 

此行客户纷纷表示意犹未尽。         私人银行二部 樊晨


